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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动态分配媒体资源的方法包括：提供信

令服务器中的多个微服务，以及所述微服务之一

从能够进行浏览器到浏览器通信的客户端接收

呼叫消息。所述呼叫消息包括指定目标的标识

符。所述标识符由所述微服务使用一个针对所述

目标的能力信息的请求向缓存发送。所述缓存用

于通过标识符获取所述目标的所述能力信息。所

述微服务从所述缓存接收所述目标的所述能力

信息。当所述目标的所述能力信息指示所述目标

不能进行浏览器到浏览器通信时，所述微服务向

耦合到多个媒体服务器的服务目录服务器发送

媒体资源请求，以及当所述目标的所述能力信息

指示所述目标能够进行浏览器到浏览器通信时，

发起所述客户端与所述目标之间的浏览器到浏

览器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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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动态分配媒体服务器资源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提供信令服务器中的多个微服务；

所述微服务中的第一个从能够进行浏览器到浏览器通信的客户端接收呼叫消息，其中

所述呼叫消息包括指定目标的标识符；

所述微服务中的所述第一个使用一个针对所述目标的能力信息的请求向缓存发送所

述标识符，其中所述缓存用于使用所述标识符获取所述目标的所述能力信息；

响应于所述针对所述能力信息的请求，所述微服务中的所述第一个从所述缓存接收所

述目标的所述能力信息；

当所述目标的所述能力信息指示所述目标不能进行浏览器到浏览器通信时，所述微服

务中的所述第一个向可操作地耦合到多个媒体服务器的服务目录服务器发送媒体资源请

求；以及

当所述目标的所述能力信息指示所述目标能够进行浏览器到浏览器通信时，所述微服

务中的所述第一个发起所述客户端与所述目标之间的浏览器到浏览器通信。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使用所述信令服务器中的发现代理

将所述媒体资源请求转换为与服务发现服务器兼容的格式，以及将对从所述服务发现服务

器接收的所述媒体资源请求的响应转换为与所述微服务中的所述第一个兼容的格式。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向所述目标发送注册消息以提示所

述目标在接收所述呼叫消息之前更新所述缓存中的所述目标的所述能力信息。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向所述目标发送注册消息以提示所

述目标在接收所述呼叫消息之前更新所述缓存中的所述目标的所述能力信息。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使用一个针对所述目标的位置的请

求向运营商发送所述标识符。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使用一个针对所述目标的位置的请

求向运营商发送所述标识符。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使用一个针对所述目标的位置的请

求向运营商发送所述标识符。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使用一个针对所述目标的位置的请

求向运营商发送所述标识符。

9.根据权利要求1至8任一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响应于一个针对所述目标

的位置的请求，从运营商接收所述客户端的位置。

10.根据权利要求1至8任一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指定所述目标的标识符是所

述目标的电话号码。

11.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指定所述目标的标识符是所述目标

的电话号码。

12.根据权利要求1至8任一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微服务的启动时间为一

秒或更短。

13.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微服务的启动时间为一秒或更

短。

14.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微服务的启动时间为一秒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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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15.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微服务的启动时间为一秒或更

短。

16.根据权利要求1至8任一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目标为移动设备，所述客户

端为个人计算机，以及所述微服务在网页实时通信(Web  Real-Time  Communication，

WebRTC)架构中组织。

17.据权利要求1至8任一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浏览器到浏览器通信包括视频

呼叫、视频聊天和端到端文件共享中的至少一种。

18.据权利要求1至8任一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可操作地耦合到所述服务

目录服务器的媒体服务器包括一池所述微服务。

19.一种动态分配媒体服务器资源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提供信令服务器中的一池微服务；

所述微服务中的第一个从客户端接收呼叫消息，其中所述呼叫消息包括客户端标识符

和目标标识符；

所述微服务中的所述第一个使用一个针对所述客户端标识符对应的客户端的能力信

息以及针对所述目标标识符对应的目标的能力信息的请求向缓存发送所述客户端标识符

和所述目标标识符；

响应于所述请求，所述微服务中的所述第一个从所述缓存接收所述客户端的所述能力

信息和所述目标的所述能力信息；以及

当所述客户端的所述能力信息指示所述客户端能够进行浏览器到浏览器通信并且所

述目标的所述能力信息指示所述目标不能进行浏览器到浏览器通信时，所述微服务中的所

述第一个向可操作地耦合到多个媒体服务器的服务目录服务器发送媒体资源请求。

20.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当所述客户端的所述能力信息

指示所述客户端能够进行浏览器到浏览器通信并且所述目标的所述能力信息指示所述目

标也能够进行浏览器到浏览器通信时，所述微服务中的所述第一个发起所述客户端和所述

目标之间的浏览器到浏览器通信。

21.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客户端是个人计算机(personal 

computer，PC)，所述目标是移动设备，以及所述客户端和所述目标向所述缓存注册，使得所

述客户端的所述能力信息和所述目标的所述能力信息在所述呼叫消息被接收之前存储在

所述缓存中。

22.根据权利要求20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客户端是个人计算机(personal 

computer，PC)，所述目标是移动设备，以及所述客户端和所述目标向所述缓存注册，使得所

述客户端的所述能力信息和所述目标的所述能力信息在所述呼叫消息被接收之前存储在

所述缓存中。

23.根据权利要求19至22任一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媒体服务器包括微服

务池，所述信令服务器中的所述微服务以及所述媒体服务器中的所述微服务都具有一秒或

更短的启动时间。

24.根据权利要求19至21任一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客户端标识符和所述目标

标识符各为一个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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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根据权利要求2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客户端标识符和所述目标标识符各

为一个电话号码。

26.根据权利要求2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客户端标识符和所述目标标识符各

为一个电话号码。

27.一种能够动态分配媒体服务器资源的服务发现服务器，其特征在于，包括：

可操作地耦合到存储器的处理器；

存储在所述存储器中的服务发现模块，所述服务发现模块在由所述处理器执行时用

于：

从信令服务器中的多个微服务之一接收媒体资源请求，所述媒体资源请求指示目标不

能与客户端进行浏览器到浏览器通信；以及

响应于所述媒体资源请求的接收，分配媒体服务器中的多个微服务中的至少一个，使

得所述客户端能够与所述目标进行通信，

其中，所述信令服务器能够执行权利要求1至26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

28.根据权利要求27所述的服务发现服务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器用于在所述客户

端与所述目标之间的所述通信开始之前确定是否需要附加微服务来支持所述客户端与所

述目标之间的所述通信。

29.根据权利要求28所述的服务发现服务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器用于：当支持所

述客户端与所述目标之间的所述通信所需的所述微服务的数量小于预定阈值时，将所述附

加微服务分配给所述客户端和所述目标。

30.根据权利要求27至29任一所述的服务发现服务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器用于通

过所述信令服务器中的第一发现代理与所述信令服务器通信，以及所述处理器用于通过所

述媒体服务器中的第二发现代理与所述媒体服务器通信。

31.根据权利要求27至29任一所述的服务发现服务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器用于分

配第二媒体服务器中的附加微服务以支持所述客户端与所述目标之间的所述通信。

32.根据权利要求30所述的服务发现服务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器用于分配第二媒

体服务器中的附加微服务以支持所述客户端与所述目标之间的所述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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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动态分配媒体服务器资源的方法和服务器

[0001] 相关申请案交叉申请

[0002] 本申请要求2015年11月4日递交的发明名称为“服务器资源的自适应分配 

(Adaptive  Allocation  of  Server  Resources)”的第14/532,507号美国非临时专利申请

案的在先申请优先权和权益，该在先申请的内容以引入的方式并入本文本中。

背景技术

[0003] 网络浏览器(通常称为浏览器)是一种获取、呈现和遍历万维网上的信息资源的软

件应用。一些网络浏览器利用一种称为网页实时通信(web  real-time  communications，

WebRTC)的技术。WebRTC是一种由万维网联盟(Worldwide  Web  Consortium，W3C)起草的应

用编程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该API支持浏览器到浏览器应用

以进行视频呼叫、视频聊天、端对端(peer-to-peer，P2P)文件共享等，无需浏览器中的插

件。

[0004] 许多移动设备(例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不包括或不支持WebRTC  技术。因此，移

动设备不能与正在使用不包括或不支持WebRTC技术的个人计算机等的客户端进行浏览器

到浏览器通信。由于浏览器能力不匹配，插件或其它附加软件可能需要加载到移动设备上

以支持浏览器到浏览器通信。

[0005] 另外，在现有WebRTC架构中，使用多个信令服务器(亦称信令主机)  和多个媒体服

务器(亦称媒体主机)来促进例如客户端与目标(例如移动设备的用户)等之间的通信。在启

动时，每个媒体服务器绑定到一个信令服务器。换言之，每个信令服务器被手动配置为仅与

一个媒体服务器通信。一个媒体服务器针对每个信令服务器的这种分配是静态的。在媒体

服务器发生故障的情况下，对应信令服务可能不会意识到该故障。因此，信令服务器在对应

媒体服务器关闭时可继续接受流量，这可能会产生不希望的服务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在一项实施例中，本发明包括一种能够动态分配媒体服务器资源的服务发现服务

器。所述服务发现服务器包括可操作地耦合到存储器的处理器以及存储在所述存储器中的

服务发现模块，所述服务发现模块在由所述处理器执行时用于：从信令服务器中的多个微

服务之一接收媒体资源请求，所述媒体资源请求指示目标不能与客户端进行浏览器到浏览

器通信；响应于所述媒体资源请求的接收，分配媒体服务器中的多个微服务中的至少一个，

使得所述客户端能够与所述目标进行通信。

[0007] 在另一项实施例中，本发明包括一种动态分配媒体服务器资源的方法。所述方法

包括：提供信令服务器中的多个微服务，以及所述微服务中的第一个从能够进行浏览器到

浏览器通信的客户端接收呼叫消息。所述呼叫消息包括指定目标的标识符。所述方法包括

所述微服务中的所述第一个使用一个针对所述目标的能力信息的请求向缓存发送所述标

识符。所述缓存用于使用所述标识符获取所述目标的所述能力信息。所述方法还包括：响应

于所述针对所述能力信息的请求，所述微服务中的所述第一个从所述缓存接收所述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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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能力信息。所述方法包括：当所述目标的所述能力信息指示所述目标不能进行浏览器

到浏览器通信时，所述微服务中的所述第一个向可操作地耦合到多个媒体服务器的服务目

录服务器发送媒体资源请求，以及当所述目标的所述能力信息指示所述目标能够进行浏览

器到浏览器通信时，所述微服务中的所述第一个发起所述客户端与所述目标之间的浏览器

到浏览器通信。

[0008] 在又一项实施例中，本发明包括一种动态分配媒体服务器资源的方法。所述方法

包括：提供信令服务器中的微服务池，以及所述微服务中的第一个从客户端接收呼叫消息。

所述呼叫消息包括客户端标识符和目标标识符。所述方法包括：所述微服务中的所述第一

个使用一个针对所述客户端标识符对应的客户端的能力信息和针对所述目标标识符对应

的目标的能力信息的请求向缓存发送所述客户端标识符和所述目标标识符，以及响应于所

述请求，所述微服务中的所述第一个从所述缓存接收所述客户端的所述能力信息和所述目

标的所述能力信息。所述方法包括：当所述客户端的所述能力信息指示所述客户端能够进

行浏览器到浏览器通信并且所述目标的所述能力信息指示所述目标不能进行浏览器到浏

览器通信时，所述微服务中的所述第一个向可操作地耦合到多个媒体服务器的服务目录服

务器发送媒体资源请求。

[0009] 结合附图和权利要求书可以从以下的详细描述中更清楚地理解这些和其它特征。

附图说明

[0010] 为了更透彻地理解本发明，现参阅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而描述的以下简要说

明，其中的相同参考标号表示相同部分。

[0011] 图1为WebRTC系统的示意图。

[0012] 图2为WebRTC系统中的通信的示意图。

[0013] 图3为WebRTC系统的一实施例的示意图。

[0014] 图4为用于通过图3的WebRTC系统传输和处理数据流量或信息的服务器的一实施

例的示意图。

[0015] 图5为图3的WebRTC系统内的注册过程的一实施例的示意图。

[0016] 图6为图3的WebRTC系统内的呼叫过程的一实施例的示意图。

[0017] 图7为图3的WebRTC系统内的动态分配过程的一实施例的示意图。

[0018] 图8为利用图3的WebRTC系统的动态分配方法的一实施例的流程图。

[0019] 图9为利用图3的WebRTC系统的注册方法的一实施例的流程图。

[0020] 图10为利用图3的WebRTC系统的动态分配媒体服务器资源的方法的一实施例的流

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首先应理解，尽管下文提供一项或多项实施例的说明性实施方案，但所公开的系

统和/或方法可使用任何数目的技术来实施，无论该技术是当前已知还是现有的。本发明决

不应限于下文所说明的说明性实施方案、附图和技术，包括本文所说明并描述的示例性设

计和实施方案，而是可在所附权利要求书的范围以及其等效物的完整范围内修改。

[0022] 本文公开了用于WebRTC环境或架构中的服务器资源自适应分配的各种实施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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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将更充分说明的一样，本文公开的服务器资源自适应分配使得基于实际流量有效地使

用媒体服务器。自适应分配还使得服务的数量基于  WebRTC特定参数快速增加或减少。此

外，信令网关和各种媒体服务器仅仅松散地耦合，而不是每个信令网关与对应媒体服务器

之间存在一对一关系。换言之，本发明中的信令服务器与媒体资源不存在静态链路。另外，

服务发现层管理池中的媒体服务，这简化了大规模服务器部署。由于服务发现层管理媒体

服务器，所以信令服务器无需参与归属代理(home  agent，HA)过程。

[0023] 图1为WebRTC系统100的示意图。WebRTC在2013年9月发布的W3C  工作草案10文档

WebRTC  1.0：浏览器之间的实时通信(Real-time  Communication  Between  Browser)以及

2014年7月发布的W3C编辑草案01  文档WebRTC  1 .0：浏览器之间的实时通信(Real-time 

Communication  Between  Browser)中进行了更详细地描述，这两个文档的全部内容以引入

的方式并入本文本中。

[0024] 如图1所示，WebRTC系统100包括一个或多个计算设备，为方便起见，这些设备在本

文中将称为客户端102。在一些实施例中，一个或两个客户端  102为个人计算机(personal 

computer，PC)、平板电脑或手机。在一些实施例中，每个客户端102包括一个或多个用于处

理网络应用106的W3C  API  104。例如，网络应用106是一个用于进行视频呼叫的网络应用

(例如Microsoft  SkypeTM)或者用于促进客户端102之间或客户端102与目标108之间的通

信的网络应用。

[0025] 每个客户端102的网络应用106用于通过控制路径114与服务提供商112 的对应网

络应用110通信。因此，服务提供商112提供合适的信令以促进客户端102之间的视频呼叫，

等等。用于视频呼叫的媒体通过媒体路径116在客户端102之间交换。

[0026] 每个客户端102还包括浏览器118(例如Mozilla  Google 

Microsoft  Internet 或Apple  )。浏览器使得客户端  102的用户与网络

应用106交互。在一些情况下，客户端102的浏览器118  被配置为支持WebRTC通信。当客户端

102的浏览器118支持WebRTC时，客户端102能够进行浏览器到浏览器通信，无需插件。

[0027] 例如，当一个客户端102想要发起与其它客户端102的视频呼叫时，发起视频呼叫

的客户端102的网络应用106联系服务提供商112的网络应用110 以请求服务提供商112提

供信令来促进呼叫。服务提供商112的网络应用110  通过控制路径114提供被请求信令，客

户端102通过媒体路径116交换媒体。当一个客户端102的用户想要结束视频呼叫时，客户端

102的网络应用106  通知服务提供商112的网络应用110想要结束该呼叫，用以促进视频呼

叫的信令中止，通过媒体路径116在客户端102之间进行的媒体交换结束。

[0028] 在一些情况下，目标108是一个通过互联网协议(Internet  Protocol，IP)  多媒体

系统(IP  multimedia  system，IMS)120、电路交换机(circuit  switch，  CS)或公共交换电

话网络(public  switched  telephone  network，PSTN)来通信且不支持WebRTC的移动设备

(例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由于目标108  不支持WebRTC，所以客户端102不能与目标108

进行浏览器到浏览器通信。事实上，用于编码和解码目标108的数字数据流或信号的编解码

器不同于用于编码和解码客户端102的数字数据流或信号的编解码器。为了使目标108  与

其中一个客户端102通信，利用了一种WebRTC网关122。WebRTC网关  122将IMS订户(例如目

标108)等扩展到服务提供商112的网络域并且使这些订户能够享用现有服务，例如融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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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服务(Rich  Communication  Services，RCS)、会议即服务等等。

[0029] WebRTC网关122用于将来自客户端102的数字数据流或信号转换为目标108能够利

用的格式，反之亦然。WebRTC网关122还用于提供促进客户端102与目标108之间的通信所需

的信令。在一些实施例中，WebRTC网关  122包括信令服务器124和媒体服务器126。如本文所

使用的信令服务器124  可称为信令网关，媒体服务器126可称为媒体网关。如图所示，信令

服务器  124和媒体服务器126可操作地相互耦合。虽然信令服务器124和媒体服务器126在

图1示为相互接近，但是在一些实施例中，信令服务器124和媒体服务器126可相距较远。

[0030] 信令服务器124用于处理超文本传输协议(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HTTP)会话和会话发起协议(session  initiation  protocol，SIP)会话。因此，信令服务器

124能够提供信令以通过控制路径128在客户端102与目标108  之间进行通信。例如，当其中

一个客户端102试图与目标108进行视频呼叫时，信令服务器124使用控制路径128向目标

108发送电话呼叫通知。

[0031] 如图1所示，媒体服务器126通过在WebRTC网关122与客户端102之间以及在WebRTC

网关122与目标108之间扩展的媒体路径130向客户端102  和目标108提供媒体。因此，来自

其中一个客户端102的媒体(例如来自视频呼叫的数据)通过媒体路径130传送给WebRTC网

关122中的媒体服务器  126，由媒体服务器126转换为符合目标108的格式，然后由媒体服务

器126  通过媒体路径130传送给目标108。同样地，来自目标108的媒体通过媒体路径130传

送给WebRTC网关122中的媒体服务器126，由媒体服务器126  转换为符合客户端102的格式，

然后由媒体服务器126通过媒体路径130传送给客户端102。通过这种方式，客户端102和目

标108能够参与通信，例如视频呼叫、视频聊天、端对端文件共享，等等。

[0032] 图2为WebRTC系统200中的通信的示意图。如图2所示，WebRTC系统200包括客户端

202。在一些实施例中，客户端202被配置为类似于图1  所述的客户端102。WebRTC系统200还

包括信令主机204和媒体主机206。在一些实施例中，信令主机204和媒体主机206分别被配

置为类似于图1所述的信令服务器124和媒体服务器126。每个信令主机204由网络操作员等

手动配置为对应其中一个媒体主机206。换言之，一个信令主机204与一个媒体主机206之间

存在静态的一对一关系。

[0033] 如图2所示，当客户端202发起视频呼叫等时，客户端202向负载均衡器服务器

(load  balancer  server，LBS)208发送HTTP消息。LBS  208基于网络流量、保活检测机制、信

令主机的流量负担等确定利用哪个信令主机204  (例如信令主机1、信令主机2、信令主机3

等)进行视频呼叫。所选的信令主机204(例如信令主机1)接收HTTP消息并将该消息转换为

SIP格式。然后，信令主机204为分配给信令主机204的媒体主机206(例如媒体主机1)  定位

媒体服务器IP地址和用户数据报协议(user  datagram  protocol，UDP)端口并向媒体主机

206发送转换后的消息。

[0034] 一旦媒体主机206已经接收到该转换后的消息，就使用安全实时传输协议(secure 

real  time  transport  protocol，sRTP)等在客户端202与媒体主机206  之间交换媒体流

量。由于信令主机204(例如信令主机1)与媒体主机206(例如媒体主机1)之间存在静态的一

对一关系，所以，如果媒体主机206发生故障或遇到服务问题，则对应信令主机204继续接受

流量。事实上，信令主机204可能不会意识到媒体主机206正在出问题。这可能会在WebRTC系

统  200中产生不希望的服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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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另外，媒体主机206是一个资源高耗设备。通常，生产系统需要预测媒体流量并准

备多个媒体主机206以持续运转，为预期流量做准备。因此，即使在媒体流量较少的情况下，

也无法有效地利用媒体主机206。媒体主机206 的动态分配不可行，因为媒体主机206的启

动时间相对较长(例如一分钟或更长)。另外，资源控制粒度太粗。如果需要动态增加资源以

进行量产，则媒体主机206不适合，因为启动时间太长而且供应复杂。此外，就量产系统网络

而言，信令主机204与媒体主机206之间需要复杂的配置。

[0036] 另外，很难实施媒体主机206故障方案。如果媒体主机206关闭，同时对应信令主机

204仍然运转，则来自客户端202的流量不应再路由至信令服务器204，因为信令服务器/媒

体服务器对处于故障状态。为了防止流量在对应媒体服务器206已出现故障时路由至信令

服务器204，需要一种能够通知负载均衡器208跳过特定信令服务器204的反馈机制。然而，

这种机制带来更多的复杂实施。

[0037] 为了解决目标108(例如移动设备)不能支持WebRTC的问题以及解决每个信令服务

器204到其中一个媒体服务器206的静态一对一关系的问题，提供了一种动态且自适应的服

务器资源分配方案。就此而言，图3为解决上述问题的WebRTC系统300的一实施例的示意图。

WebRTC系统300用于与客户端302和LBS  304通信。在一些实施例中，客户端302和LBS  304被

配置为类似于图1至2所述的客户端102和负载均衡器208。在一实施例中，  LBS  304功能称

为WebRTC路由器。WebRTC系统300还用于与驻留在缓存服务器308上或在缓存服务器308上

操作的分布式缓存服务306通信。

[0038] 在缓存服务器308上操作的缓存服务306提供一种用于临时存储(缓存)  各种数据

和信息的机制。在一实施例中，缓存服务306存储一列设备(例如客户端和/或目标)和每个

设备的能力，例如支持WebRTC或不支持WebRTC。在一些实施例中，缓存服务306以索引或表

格存储该列表，其中每个设备按照电话号码等标识符来存储。因此，当缓存服务器308接收

特定设备的电话号码时，缓存服务306能够查找正在使用该电话号码的设备的能力。在缓存

服务器308上操作的缓存服务306随后向请求实体报告该设备的设备能力信息。WebRTC系统

300还用于与IMS  310和目标312通信。在一些实施例中，  IMS  310和目标312被配置为类似

于图1所述的IMS  120和目标108。

[0039] 在一些实施例中，WebRTC系统300包括多个信令服务器314、多个媒体服务器316和

一个服务发现服务器318。在一些实施例中，信令服务器314  和媒体服务器316被配置为分

别类似于图1至图2所述的信令服务器124、  204和媒体服务器126、206。然而，如图3所示，图

3中的信令服务器314  和媒体服务器316都包括微服务320池和服务发现代理322。

[0040] 在信令服务器314和媒体服务器316中操作的微服务320为独立可部署的服务套

件。术语微服务考虑了软件架构设计模式，其中复杂应用由小型、独立的使用语言无关API

相互通信的进程组成。微服务320很小并且高度解耦，并且专注于执行小任务。换言之，微服

务架构样式是一种将单个应用开发为一套小型服务的方法，每个小型服务运行在其自身进

程中并且与轻量机制(例如HTTP资源API)通信。

[0041] 相对于执行所有或许多相同功能的单片服务，微服务320容易替换。此外，每个微

服务320可以在不对其它微服务320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下更新。相比之下，更新单片服务

的一部分可能非预期地或无意地对单片服务的其它部分产生负面影响。微服务320可根据

它们的能力有利地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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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微服务320的启动时间比集体执行微服务的所有服务的单个应用的启动时间少得

多。在一些实施例中，每个微服务320的启动时间相对于单个应用的启动时间大约为1秒或

更短，单个应用的启动时间约为1分钟、几分钟或更长。

[0043] 发现代理322用于，例如向服务发现服务器318发送消息并从其接收消息。在一些

实施例中，发现代理322用于将消息从一个格式转换为另一个格式。例如，信令服务器314中

的发现代理322用于将从客户端302接收的消息转换为与服务发现服务器318兼容的格式。

[0044] 如图3所示，服务发现服务器318对服务发现服务或模块324进行操作以实施服务

发现服务器318的一些或所有功能。服务发现服务器318放在信令服务器314与媒体服务器

316之间。如上所述，服务发现服务器318与信令服务器314和媒体服务器316均交换消息。如

下文将更充分说明的，服务发现服务器318能够动态分配媒体服务器316的资源。在一些实

施例中，服务发现模块324防止信令服务器314查看媒体服务器316中的微服务320的详细内

容。在一些实施例中，服务发现模块324防止信令服务器314查看有关媒体服务器316池的详

细内容。服务发现服务器318用于在先前分配的微服务320发生故障时分配其中一个媒体服

务器316中的新微服务320。在一些实施例中，新微服务320位于前述同一媒体服务器316中，

或者位于尚未访问的新媒体服务器316中。

[0045] 图4为用于通过图3所示的WebRTC系统300的至少一部分传输和处理数据流量或信

息的服务器400的一实施例的示意图。本发明中描述的至少一些特征/方法可在服务器400

中实施。例如，本发明的特征/方法可在硬件、固件和/或安装以运行于该硬件上的软件中实

施。服务器400为通过网络、系统和/或域传输数据的任意设备。此外，术语服务器、计算机、

逻辑设备和/或类似术语可互换地使用以概括性地描述服务器并且没有特定或特殊意义，

除非本发明内另有特殊说明和/或要求。

[0046] 在一项实施例中，服务器400为用于动态且自适应地分配图3中的媒体服务器316

的资源。另外，服务器400的组件或功能实施在和/或集成在如图  3所述的媒体服务器316、

信令服务器314和服务发现服务器318中。

[0047] 服务器400包括耦合到收发器(transceiver，Tx/Rx)420的一个或多个下游端口

410，收发器420可以是发射器、接收器或它们的组合。Tx/Rx  420通过下游端口410传输和/

或接收来自其它网络设备(例如服务器等)的消息或信息。类似地，服务器400包括耦合到多

个上游端口440的另一Tx/Rx  420，其中Tx/Rx  420通过上游端口440传输和/或接收来自其

它网络设备的消息或信息。下游端口410和/或上游端口440包括电和/或光传输和/或接收

组件。

[0048] 处理器430耦合到Tx/Rx  420并且用于处理消息或信息和/或确定向哪些服务器发

送(例如传输)消息或信息。在一实施例中，处理器430包括一个或多个多核处理器和/或存

储器模块450，一个或多个多核处理器和/或存储器模块450用作数据存储器、缓冲器等。在

一些实施例中，处理器430实施为通用处理器或为一个或多个专用集成电路(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ASIC)、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FPGA)  和/或数字信号处理器(digital  signal  processor，DSP)的一部分。尽管示

为单个处理器，但处理器430不限于此并可包括多个处理器。处理器430用于本文所述的媒

体资源的自适应且动态的分配。

[0049] 图4示出了存储器450耦合到处理器430并且是用于存储各种类型的数据的非瞬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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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介质。在一些实施例中，存储器450包括存储器设备，存储器设备包括辅助存储器、只读存

储器(read-only  memory，ROM)和随机存取存储器(random-access  memory，RAM)。辅助存储

器通常包括一个或多个磁盘驱动器、光驱、固态驱动器(solid-state  drives，SSD)和/或磁

带驱动器，并且用于数据的非易失性存储，而且如果RAM的容量不足以存储所有工作数据，

辅助存储器则用作溢流数据存储设备。辅助存储器可用于当加载到  RAM中程序被选择执行

时存储这类程序。ROM用于存储指令，可能还存储在程序执行期间读取的数据。ROM是非易失

性存储器设备，通常具有相对于辅助存储器的大存储容量来说较小的内存容量。RAM用于存

储易失性数据，可能还存储指令。访问ROM和RAM通常都快于访问辅助存储器。

[0050] 存储器450用于存储用于执行本文所描述的各种示例实施例的指令。在一项示例

实施例中，存储器450包括模块460，模块460表示图3所示的服务发现模块324、发现代理322

或微服务320。在一些实施例中，存储器450  存储能够实施图8的动态分配方法800、图9的注

册方法900或图10的动态分配媒体服务器资源方法1000的指令。

[0051] 应理解，通过将可执行指令编程和/或加载到服务器400上，处理器430、缓存和长

期存储器中的至少一个被改变，从而将服务器400的一部分转换成特定机器或装置，例如本

发明宣扬的拥有新颖功能的多核转发架构。加载可执行软件至计算机所实现的功能可以通

过现有技术中公知的设计规则转换成硬件实施，这在电力工程和软件工程领域是很基础

的。决定使用软件还是硬件来实施一个概念通常取决于对设计稳定性及待生产的单元数量

的考虑，而不是从软件领域转换至硬件领域中所涉及的任何问题。通常，仍然频繁改变的设

计可优选在软件中实施，因为重新编写硬件实施方式比重新编写软件设计更为昂贵。通常，

稳定及大规模生产的设计更适于在软件中(例如，在ASIC 中)实施，因为运行硬件实施的大

规模生产比软件实施更为便宜。设计通常可以以软件形式进行开发和测试，之后通过现有

技术中公知的设计规则转变成ASIC中等同的硬件实施，该ASIC硬线软件指令。由新的ASIC

控制的机器是一种特定机器或装置，同样地，编程和/或加载有可执行指令的计算机可视为

特定机器或装置。

[0052] 本发明的任何处理可以通过使处理器(例如，通用多核处理器)执行计算机程序来

实施。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任何类型的非瞬时性计算机可读介质向计算机或网络设备

提供计算机程序产品。计算机程序产品可存储在计算机或网络设备中的非瞬时性计算机可

读介质中。非瞬时性计算机可读介质包括任何类型的有形存储介质。非瞬时性计算机可读

介质的示例包括磁性存储介质(例如，软盘、磁盘、硬盘驱动器等)、光磁存储介质(例如，磁

光盘)、只读光盘(compact  disc  read-only  memory，CD-ROM)、可录光碟(compact  disc 

recordable，CD-R)、带读写式光驱(compact  disc  rewritable，CD-R/W)、数字多功能光盘

(digital  versatile  disc，DVD)、蓝(注册商标)光(Blu-ray  disc，BD)，以及半导体存储器

(例如，掩蔽ROM、可编程ROM(programmable  ROM，PROM)、可擦除PROM、快闪ROM，以及RAM)。还

可以使用任何类型的瞬时性计算机可读介质向计算机或网络设备提供计算机程序产品。瞬

时性计算机可读介质的示例包括电信号、光信号和电磁波。瞬时性计算机可读介质可以经

由有线通信线路(例如，电线或光纤)或无线通信线路将程序提供给计算机。

[0053] 图5为WebRTC系统500内的注册过程的一实施例的示意图。在一些实施例中，客户

端502、LBS  504、缓存服务器508、信令服务器514、IMS  510  和目标512被配置为类似于结合

图3中的WebRTC系统300描述的对应设备。客户端502向LBS  504发送注册命令(例如注册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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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在一些实施例中，向LBS  504发送的注册命令为SIP  REGISTER请求。该REGISTER请求在

2002  年2月21日发布的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IETF)  文

档—draft-ietf-sip-rfc2543bis-08.txt中以及2002年6月发布的请求注解  (Request 

for  Comment，RFC)文档—RFC  3261中进行了更详细地描述，这两个文档的全部内容以引入

的方式并入本文本中。在一些实施例中，注册命令包括标识客户端502的标识符和关于客户

端502的能力的信息。

[0054] LBS  504向信令服务器514中的其中一个微服务520转发注册命令。在接收到注册

命令后，微服务520向客户端502发送SIP  OK响应以通知客户端  502消息成功接收。该OK响

应在2002年2月21日发布的互联网工程任务组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IETF)文档—draft-ietf-sip-rfc2543bis-08 .txt  中以及2002年6月发布的请求注解

(Request  for  Comment，RFC)文档—RFC  3261中进行了更详细地描述，这两个文档的全部

内容以引入的方式并入本文本中。

[0055] 接收注册命令的微服务520向IMS  510发送注册命令(或其一部分)。注册命令提示

目标512向在缓存服务器508中操作的缓存服务506注册其标识符(例如电话号码)和设备能

力。如果在缓存服务器508中没有发现目标  512的标识符，则缓存服务506将目标512的标识

符和目标512的能力一起存储在索引中。如果在缓存服务器508中发现了标识符，则缓存服

务506将目标512的所存储能力与目标512的当前能力进行比较。如果不匹配，则缓存服务

506更新目标512的所存储能力以反映目标512的当前能力。

[0056] 从客户端502接收注册命令的微服务520解析注册命令以获得标识客户端502的标

识符以及确定客户端502的能力。在一些实施例中，客户端标识符为一个电话号码。本领域

技术人员将认识到，在考虑本发明之后可使用另一标识符或号码。在一些实施例中，客户端

502的能力揭示了客户端502是支持WebRTC的设备还是不支持WebRTC的设备。换言之，能力

指示客户端  502是否能够进行浏览器到浏览器通信(即支持WebRTC)或者客户端502  是否

不能进行浏览器到浏览器通信(即不支持WebRTC)。

[0057] 在解析注册命令之后，如果需要，微服务520请求在缓存服务器508上操作的分布

式缓存服务器506执行更新。在接收到更新请求后，缓存服务确定客户端502的标识符是否

存储在缓存服务的索引中。如果在缓存服务器508 中未发现客户端502的标识符，则缓存服

务506将客户端502的标识符和客户端502的能力一起存储在索引中。如果在缓存服务器508

中发现了标识符，则缓存服务506将客户端502的所存储能力与客户端502的当前能力进行

比较。如果不匹配，则缓存服务更新客户端502的所存储能力以反映客户端502  的当前能

力。微服务520在向IMS  510发送注册命令的同时、之前或之后向缓存服务器508发送更新请

求，该更新请求可被转发给目标512。

[0058] 图6为WebRTC系统600内的呼叫过程的一实施例的示意图。在一些实施例中，客户

端602、LBS  604、缓存服务器608、信令服务器614、IMS  610  和目标612被配置为类似于结合

图5中的WebRTC系统500描述的对应设备。客户端602向LBS  604发送呼叫消息。在一些实施

例中，向LBS  604发送的呼叫消息为SIP  INVITE请求。该INVITE请求在2002年2月21日发布

的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IETF)文档—  draft-ietf-

sip-rfc2543bis-08.txt中以及2002年6月发布的请求注解(Request  for  Comment，RFC)文

档—RFC  3261中进行了更详细地描述，这两个文档的全部内容以引入的方式并入本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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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一些实施例中，呼叫消息包括标识客户端602的标识符和标识目标612的标识符。

[0059] LBS  604向信令服务器614中的其中一个微服务620转发呼叫消息。在接收到呼叫

消息后，微服务620向客户端602发送SIP  OK响应以通知客户端  602消息成功接收。该OK响

应在2002年2月21日发布的互联网工程任务组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IETF)文档—draft-ietf-sip-rfc2543bis-08 .txt  中以及2002年6月发布的请求注解

(Request  for  Comment，RFC)文档—RFC  3261中进行了更详细地描述，这两个文档的全部

内容以引入的方式并入本文本中。

[0060] 接收呼叫消息的微服务620向IMS  610发送呼叫消息(或其一部分)。向IMS  610发

送的呼叫消息请求与目标612关联的运营商网络标识目标612 的位置。在一些实施例中，呼

叫消息还使振铃音在目标612上激活。换言之，呼叫消息提示目标612响铃以指示来自客户

端602的来电(例如视频呼叫)。

[0061] 接收呼叫消息的微服务620解析呼叫消息以获得标识客户端602的标识符以及获

得标识目标612的标识符。在一些实施例中，客户端标识符和目标标识符均为电话号码。本

领域技术人员将认识到，在考虑本发明之后可使用其它标识符或号码。

[0062] 在解析呼叫消息之后，微服务620向缓存服务器608发送客户端标识符和目标标识

符。微服务620在向IMS  610发送呼叫消息的同时、之前或之后向缓存服务器608发送客户端

和目标标识符。在一些实施例中，微服务620  从客户端602接收呼叫消息，该呼叫消息指示

微服务620知道客户端602支持WebRTC。因此，微服务620仅向缓存服务器608发送目标标识

符。

[0063] 在缓存服务器608中操作的缓存服务606在缓存服务器608中存储的标识符/能力

索引中使用客户端标识符来查找客户端602的能力、使用目标标识符查找目标612的能力。

然后，缓存服务606向信令服务器614中的微服务  620发送响应消息，该响应消息指示客户

端602和目标612是支持WebRTC  还是不支持WebRTC。换言之，响应消息指示客户端602和目

标612是能够进行浏览器到浏览器通信(即支持WebRTC)还是不能进行浏览器到浏览器通信

(即不支持WebRTC)。

[0064] 通过响应消息中的信息，微服务620确定客户端602和目标612是否能够进行浏览

器到浏览器通信。如果客户端602和目标612均能够进行浏览器到浏览器通信，则微服务620

发起浏览器到浏览器通信(例如视频呼叫、视频聊天等)。如果客户端602或目标612不能进

行浏览器到浏览器通信，则微服务620向服务发现服务器618发送媒体资源请求，以便请求

足够的媒体资源来促进客户端602与目标612之间的通信。

[0065] 当服务发现服务器618接收请求时，服务发现模块624分配任意一个媒体服务器

616中的一个或多个微服务620，所以客户端602能够与目标612  进行通信(例如浏览器到手

机通信)。服务发现模块624用于在客户端602  与目标612之间的通信开始之前确定是否需

要附加微服务来支持客户端602  与目标612之间的通信。在一些实施例中，服务发现模块

624确定支持客户端602和与目标612之间的通信所需的微服务620的数量是否小于预定阈

值。如果是，则服务发现模块624指示一个或多个媒体服务器616启动它们的一个或多个微

服务620。

[0066] 在一实施例中，被要求提供微服务620的一个或多个媒体服务器616向在服务发现

服务器618中操作的服务发现模块624发送消息，该消息指示微服务620可用、操作正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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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旦服务发现模块624接收到该消息，服务发现模块624就向信令服务器614中的一个或

多个微服务620发送消息，该消息指示使用媒体服务器616中的已分配微服务的通信可在客

户端602与目标612之间发起。

[0067] 在一实施例中，信令服务器614和/或媒体服务器616包括服务发现代理  622，服务

发现代理622用于将向服务发现模块624发送的消息转换成与服务发现模块624兼容的格式

以及将从服务发现模块624接收的消息转换成与信令服务器614或媒体服务器616兼容的格

式。

[0068] 当客户端602或目标612想要终止通信时，客户端602或目标612向信令服务器614

中的微服务620发送终止请求消息。在一些实施例中，向信令服务器614发送的终止请求消

息为SIP  BYE请求。该BYE请求在2002年2  月21日发布的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IETF)文档—draft-ietf-sip-rfc2543bis-08.txt中以及2002

年6月发布的请求注解(Request  for  Comment，RFC)文档—RFC  3261中进行了更详细地描

述，这两个文档的全部内容以引入的方式并入本文本中。信令服务器614将终止请求消息转

发给服务发现服务器618中的服务发现模块624，服务发现服务器618随后关闭媒体资源。

[0069] 图7为WebRTC系统700内的动态分配过程的一实施例的示意图。在一些实施例中，

客户端702、路由器704、信令服务器714、服务发现服务器718  和媒体服务器716被配置为类

似于结合图6中的WebRTC系统600描述的对应设备。如图所示，在其中一个媒体服务器716中

的微服务720发生故障的情况下，服务发现服务器718的服务发现模块724用于快速转移到

媒体服务器716中的另一微服务720(例如另一媒体资源)。在一些实施例中，在其中一个媒

体服务器716中的微服务720发生故障的情况下，服务发现模块724  用于快速转移到完全不

同的媒体服务器716中的另一微服务(例如另一媒体资源)。如图7所示，尽管从一个微服务

720转移到另一个，但是信令服务器714中的同一微服务720可继续使用。

[0070] 图8为利用图3中的WebRTC系统300的动态分配方法800的一实施例的流程图。方法

800在例如客户端想要确定目标是否适合用于支持浏览器到浏览器通信时实施。在方框802

中，客户端发起呼叫。在一些实施例中，客户端通过向如图6所示的信令服务器中的微服务

发送呼叫消息来发起呼叫。在方框804中，信令服务器使用缓存的缓存服务中的索引检查客

户端和/或目标的能力。在一些实施例中，客户端的标识符(例如电话号码、IMS号码等)  将

用来查找客户端标识符对应的客户端能力。同样地，目标的标识符将用来查找目标标识符

对应的目标能力。

[0071] 在方框806中，缓存检查是否在缓存中找到了客户端标识符和/或目标标识符。如

果否，则如方框808所示，更新缓存以包括客户端标识符和客户端能力和/或更新缓存以包

括目标标识符和目标能力。如果是，则在方框810中，缓存将客户端或目标的当前能力与该

设备的所存储能力进行比较。如果当前能力与所存储能力之间存在不匹配，则如方框808所

示，更新缓存以反映当前能力。

[0072] 缓存在方框808中更新之后或者确定客户端和/或目标能力保持不变之后，在方框

812中，信令服务器确定目标和/或客户端是否能够进行浏览器到浏览器通信(支持

WebRTC)。如果是，则如方框814所示，不添加媒体服务器中的微服务。如果否，则如方框816

所示，服务发现服务器确定一个媒体服务器(或多个媒体服务器)中是否有足够的可用微服

务来支持客户端与目标之间的通信。如果有足够的当前正在操作的微服务，则如方框818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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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不添加媒体服务器中的微服务。如果没有足够的在媒体服务器中操作的微服务来支持

通信，则如方框820所示，服务发现服务器采取步骤来启动媒体服务器中的更多微服务。虽

然未在图8中示出，但是在方框814、方框818或方框820完成之后，在客户端与目标之间发起

通信(例如视频呼叫)。

[0073] 图9为利用图3中的WebRTC系统300的注册方法900的一实施例的流程图。方法900

在例如客户端想要向缓存服务器注册或更新其服务能力时实施。在方框902中，客户端向信

令服务器中的微服务发送注册命令。在一实施例中，注册命令通过IMS转发给目标。在方框

904中，信令服务器解析注册命令以从注册命令中提取客户端标识符(例如电话号码、IMS号

码等)和关于客户端能力的信息。在方框906中，信令服务器将客户端标识符和能力信息提

供给缓存以使用分布式缓存服务进行存储。

[0074] 图10为利用图3中的WebRTC系统300的动态分配媒体服务器资源的方法1000的一

实施例的流程图。方法1000以信令服务器为角度。方法1000  在例如能够进行浏览器到浏览

器通信的客户端支持信令服务器中的服务与可能支持或可能不支持浏览器到浏览器通信

的目标建立通信时实施。在方框  1002中，在信令服务器中提供多个微服务。在方框1004中，

微服务中的第一个从能够进行浏览器到浏览器通信的客户端接收呼叫消息。该呼叫消息包

括指定目标的标识符。

[0075] 在方框1006中，微服务中的第一个使用一个针对目标的能力信息的请求向缓存发

送该标识符。该缓存用于使用标识符获取目标的能力信息。在方框  1008中，微服务中的第

一个从该缓存接收目标的能力信息以响应对能力信息的请求，并且根据接收到的能力信息

确定是否可能进行浏览器到浏览器通信。在方框1010中，当目标的能力信息指示目标不能

进行浏览器到浏览器通信时，微服务中的第一个向可操作地耦合到多个媒体服务器的服务

目录服务器发送媒体资源请求。在方框1012中，当目标的能力信息指示目标能够进行浏览

器到浏览器通信时，微服务中的第一个发起客户端与目标之间的浏览器到浏览器通信。

[0076] 虽然本发明中已提供若干实施例，但应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范围的情

况下，本发明所公开的系统和方法可以以许多其他特定形式来体现。本发明的实例应被视

为说明性而非限制性的，且本发明并不限于本文本所给出的细节。例如，各种元件或部件可

以在另一系统中组合或合并，或者某些特征可以省略或不实施。

[0077] 此外，在不脱离本发明的范围的情况下，各种实施例中描述和说明为离散或单独

的技术、系统、子系统和方法可以与其它系统、模块、技术或方法进行组合或合并。展示或论

述为彼此耦合或直接耦合或通信的其它项也可以采用电方式、机械方式或其它方式通过某

一接口、设备或中间部件间接地耦合或通信。其他变化、替代和改变的示例可以由本领域的

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文精神和所公开的范围的情况下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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